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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 年度南區小學巡禮 

首輪中籤名單 
 

注意事項: 

1. 中籤者可於 7 月 31 日（星期六）至 8 月 7 日（星期六）辦公時間內(星期日除外)，帶

同抽籤表格「參加者存根」及記下中籤者之『報名編號』到香港仔坊會社會服務社區

中心四樓辦理報名手續。如遺失「參加者存根」，須帶同中籤者之身份證明文件予本中

心職員核對。 

2. 中籤者如未能於指定報名期內辦理手續，則作自動放棄論，有關名額將由候補參加者

補上。 

3. 如首輪報名後仍有餘額，將於 8 月 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公佈次輪中籤結果，入籤

者須自行瀏覽本機構網頁 www.aka.org.hk 最新消息查閱，本中心恕不另行通知。 

報名編號 中籤者姓名 報名編號 中籤者姓名 

A21114 駱晉軒 陳亞燕 A21052 蔡卓瑤  蔡秉殷 

潘筱姍 

A21113 巫經文 張碧君 A21091 徐伊蕾  李玉鳳 

A21040 鄭祖瀛 鄭德鴻 

曹林林 

A21054 馮隽威  馮隽權 

馮永泰 孫娟 

A21106 何春枝 A21094 陸子茵  楊琬婷 

A21008 盧一瀅 徐樂兒 A21038 鄧永進  鄧廣傑 

談少雯 

A21081 蘇哲 Yip Chi Ying A21105 王衍錡 梁鳳儀 

http://www.aka.org.hk/


A21041 蕭震琳 劉穎鳳 A21002 譚碧瑜 

A21027 李信穎  李文輝  

鄭嘉燕 

A21063 許珮妍  周凱敏 

A21010 張阯貽  張潢忠  

蔡詠敏 

A21070 鍾睿   鍾啟堂  

呂詠君 

A21107 葉瀚林  曾婉玲 A21080 馮宏軒 郭嘉琪 

A21089 黎樂熙  李美瑩 A21104 李卓峰 李少珍 

A21030 黃樹濤  陳亮兒 A21101 譚宇恆 譚永成  

陳仲好 

A21042 鄒俊宇 鄒得智  

黃玉燕 

A21024 葉芯如  盧惠芬 

A21028 譚紫盈 A21029 陳逸朗  張慧雯 

A21006 楊柏熙  楊偉業  

鄭礼寧 

A21069 李樂言  李特進  

何文莉 

A21100 蘇梓程 彭敏樺 A21109 郭子鵬  黃婉婷 

A21012 李嘉雯 A21018 李展弘 李家俊  

許錫賢 

A21118 許靖培 許靖朗  

許靖熙 許卓謙 郭佩嫦 

A21044 黎卓楠 楊少萍 

A21103 梁梓塋 梁家樂  

李華華 

A21020 陳愛倫 

A21005 潘淑芬 A21092 柯丞欣 柯丞芯  

柯文豪 盧明珊 

A21062 馮浩然 容雅麗 A21110 彭彥鈞 彭諾呈  

鄭淑嫻 



A21056 吳迪朗 黃潔儀 A21068 伍峻輝 李彩霞 

A21001 鍾雅珊 鍾成玉 A21015 吳文濠 吳文滔  

吳楚鋒 李悦瑩 

A21112 張心穎 陳思恩 A21043 張瀚升 張沛豪  

黃玉珍 

A21083 盧保杰 盧志明  

張偉萍 

A21051 潘俊宇 潘志剛  

李靖容 

A21055 許雅晴 許恩明  

黃婉玲 

A21098 羅駿予 羅依達  

樊勵華 何寶源 

A21003 李靈琳 A21097 吳可悠 梁安敏 

A21039 陳芯穎 黎柏茵 A21095 鄭杏潼 鄭威鵬  

梁寶珊 

A21021 鄭宇順 鄭嘉倫  

何淑芝 

A21071 黃名慧 黃逸彰  

田換容 

A21086 林道萱 王惠玲 A21059 李巧怡 劉君先 

A21079 梁耀熙 梁楚堅  

鍾嘉茵 

A21032 張沁善 盧山麗 

A21025 曾慧珊 A21037 關家耀 關俊傑  

吳敏珊 

A21023 林子琪 林興良  

方婉媚 

A21034 梁美珍 

A21019 吳艾琳 黃麗琼 A21011 葉柏翹 葉振中  

盧雪玲 

A21013 Yu Pak Chun  

Yu Hon Fung 

Tse Man Yu 

A21033 潘景熙 李琳琳 

A21031 張延楠 陳敏 A21073 王盼臨 梁雅樂 



 

首輪中籤名單完 

 

 

A21050 列駿霆 列志成  

黎笑霞 

A21007 余妙玲 

A21076 朱云霞 A21072 黃浩銘 黃瑋良  

吳婷芝 

A21035 楊海茵 劉珏彬 A21045 曹芷蕾 曹耀邦  

冼韻瑤 

A21058 李學霖  黎正文  

陳樂怡 

A21082 Fan Yi Man Yu Suet Mei 

Fan Chin Cheung 

A21099 白婧言 白志佳 A21048 郭磊  黃子櫻  

羅妙瑜 


